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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乔治的烦恼》

出版社：百花文艺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简介：年届六十的乔治

正在踌躇满志地迎接自己
的退休生活。生活却丢给
他一点烦恼：女儿要结第二
次婚，新郎不是适当人选；儿
子打算带一个男人回家参加
婚礼；自己身体上出现了疑
似癌症的肿块；意外撞见了
妻子与前同事的婚外情⋯⋯

作者：（英）
马克·哈登

译者：熊娉婷

《撕裂》

作者：丁捷

出版社：中国文联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简介：一部现实主义小

说，用剧情式的 60 个篇章，
描写某市一群名流和产业
大鳄的奋斗与矫情，对这群
看似高傲其实卑微的灵魂，
他们浅显而焦躁的生态，他
们精神撕裂的人生，进行强
有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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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嘉只好放下手中的活
儿，锁门进电梯，下地下停车场
开车。刚出电梯进入地下室，突
然看到不远处李天武正在搬着
一箱东西，往车库的另一个角落
走去。虽然车库光线昏暗，但他
还是依稀看到了，车库另一角，
邬娜，对，分明就是邬娜，正站在
她的那辆红色的奥迪 TT 旁，迎
着李天武来的方向⋯⋯

张一嘉心里骂了一句，什么
开会什么谈判大单子啊，好你个
李拐子，忽悠老子忽悠到眼皮底
下来了。

不过，他还是像自己做错事
一样，悄悄钻进自己的那辆旧福
特轿车。直到他们的车离去，才
驾车出库，穿过大半个城市，来
到坐落于湖畔的市里唯一的五
星级酒店湖滨饭店。刚进了大
堂，就接到李天武的电话，说会
议结束了，老板在哪里，要不要
过来当面汇报几句。

张一嘉说，明天上班再说
吧，不急，就挂了电话，打起精神
迈步走向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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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餐厅的 VIP 包间里，早

已等候在里边的顾东岳从沙发
上跳起来，与老同学紧紧握手。
两个人坐下来就开始算有多少
年没见面了。一算，时间还真不
算短，毕了业一晃就过去十六七
年啦。

张一嘉说：“我记得你比我
大一岁，应该有四十岁了吧。”

“是啊，我开始奔五啦，你还
在奔四呢。”顾东岳拍打着自己
微微发福的肚子，说，“我儿子都
上高中了，你呢？”

“女儿一个，初中生。”
说起这话题，张一嘉想起女

儿，赶紧借故去洗手间，出了包
厢，在走廊尽头，用手机给家里
打了一个电话。好一会儿，妻子
陈思维软弱无力的声音在那头
儿响起。张一嘉问起女儿，陈思
维抱怨说：“亏你能想起她，今天
是星期几啊？”

张一嘉这才明白，今天是星
期天，现在又是晚上了，女儿是
住校生，怎么可能还待在家呢？
于 是 他 问 ：“ 你 身 体 这 几 天 好
吗？”“还好啊，暂时死不了，你不
要操心。”陈思维好像不愿意跟
他多说话，把电话挂了。

张一嘉靠着墙，点了一支
烟，吸完了，才回到包间。见菜
已经上了好几道，服务员正在桌

子边的餐车旁，为两只非洲干鲍
做最后的一道加工。一股浓郁
的熟海鲜香气，飘逸而出。

“跟小蜜打电话的吧？”顾东
岳坏笑着。

“是家里那个，老蜜了。”
“查岗啊？”
“我那位，就是这样，知道我

喜欢她管我！”不知道为什么，张
一嘉说这种没志气的话时，心里
竟然有些隐隐的得意。但他的
脸上，还是合情合理地堆满了万
分无奈。

顾东岳看了老同学一眼，
说：“嗐，还是陈思维吧？没换？
没换，那就是个好帮手，可以做
政治上的高参。陈思维不就是
政治哲学系学生会那个陈主席
嘛，凶不凶哪个不知道啊？”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扯起学
生时代的事情，又干了好几杯解
百纳干红葡萄酒，各自的脸上都
泛了红晕。

顾东岳对老同学的工作情
况了如指掌，问了几句对方家里
的情况，又告诉老同学自己的工
作情况。他说自己在干水这样
的经济欠发达、人口过发达的县
级市，个人发展得还算顺利，镇
团委书记、镇纪委委员、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市计经委主任、副

市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常
务副市长，十七年，换了八个岗
位，升了七级，应该说知足了。

“ 本 来 我 是 知 足 的 ，你 想
啊，我一个农民子弟，当到市领
导——当然是个县级市！可听
起来不都是市吗？北京上海是
市，咱们干水也是市，名片上印
出来的头衔，不都是什么市长市
委书记嘛！呵呵，不说这无聊话
了。可是，这新来的书记不是个
厚道人。”顾东岳一边切着鲍鱼，
一边话锋一转，说，“我是从组织
部部长提拔的常务副市长，理应
顺理成章分管财政市政等工作，
可新来的书记却让我管文化工
作，真想得出！”

“那也挺好啊，文化工作很
重要，而且当下文化产业兴起，
只要想做事，有做不完的事。”张
一嘉举杯说道，“我们文化产业
界的人，看到管文化的领导，真
的就如同看到了作品，看到了产
值，看到了票房和点击率，看到
的简直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恨不
能立即上去抱粗腿呢！”

顾东岳说：“我干过团工作、
政府工作、经济工作、组织工作，
就是没干过文化工作，那是细活
儿，我是个粗人，干不好。今后
老同学要多支持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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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去彼得博勒，天哪。他
不知道哪种情况会更糟，是爸妈
假装托尼是他同事以免邻居发
现真相，还是他们痛苦地接受事
实？

当然，最可能的情况是两者
兼有，老妈痛苦地认命，老爸假
装托尼是他同事。然后老妈为
老爸的假装恼怒，老爸则为老妈
的认命生气。

他甚至懒得去想雷的那些
朋友，因为上大学时对那类人了
解得够多了。八品脱黄汤下肚，
他们就会欺辱近旁的同性恋取
乐。只有不敢“出柜”的人能躲
过，这样的人也总是有。但迟早
有一天，他们会在酒吧里喝得醉
醺醺的，悄悄凑到你跟前倾诉心
曲，等到你拒绝带他们回家手交
时，便会恼羞成怒。

杰米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
来 细 致 地 安 置 自 己 想 要 的 生
活。工作，住所，家人，朋友，托
尼，锻炼，娱乐。有些部分可以
相容，比如凯蒂和托尼，朋友和
锻炼。然而每个部分的存在都
有其道理，好比在动物园，你可
以把黑猩猩和鹦鹉放到一起，但
若是把所有笼子都拿走，就是在

发动大屠杀。
他不会把受邀的事告诉托

尼。这就是答案，很简单。
他看着余下的那截雪糕。

他这是在干吗？雪糕是在双筒
望远镜争吵事件之后买来安慰
自己的，隔天就应该扔掉。

他把雪糕塞进垃圾桶，又拿
出冰箱里的另外四支扔掉。

他将CD《为跑而生》放入播
放 器 ，泡 好 一 壶 茶 ，清 洗 沥 水
板。随后倒出一杯茶，加些半脱
脂牛奶。填写支付煤气费的支
票。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
在这个傍晚听起来特别傲慢自
得，杰米便把CD退出来，开始读

《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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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刚过，托尼高高兴兴地
来了。他奔进过道，朝杰米的脖
颈狠狠亲一口，然后整个儿往沙
发上一躺，开始滚搓香烟。

杰米有时怀疑托尼前生是
只狗，今世转变为人时又不够彻
底，比如胃口、精力，比如仪态的
欠缺、对气味的痴迷。托尼会把
鼻子埋进杰米的头发，吸口气
说：“哦，你去哪儿了？”

杰米把咖啡桌上的烟灰缸

推到托尼那头，然后坐下，抬起
托尼的腿放到自己膝上，开始帮
他解鞋带。

有时候他真想掐死托尼，主
要因为他在家里没规矩。然而
随后当他瞥见托尼穿过房间，看
到那双精壮的长腿、那种农家小
子的缓慢步伐，又会生出初次相
见时的感觉——心窝里涌出某
种东西，几近痛苦，并且极度渴
望被这男人拥入怀中。没有人
给过他这种感觉。

杰米往后一靠，陷进沙发
里 ，闭 上 眼 睛 说 ：“ 你 还 记 得
雷⋯⋯”

“雷？”
“凯蒂的男友，雷。”
“嗯。”
“她要嫁给他。”
“好吧，”托尼点燃香烟，一

小根燃烧的烟丝落在他的牛仔
裤上熄灭了，“我们把她绑进车
里，带到格洛斯特郡哪所安全的
房子里。”

“托尼⋯⋯”杰米说。
“什么？”
“我们再试试，好吗？”
托尼举起手来佯装投降。

“凯蒂要和雷结婚。”杰米
说。

“这不是好事。”

“不是。”
“所以你想阻止她。”
“她不爱他，”杰米说，“她只

是需要这么一个人，有稳定的工
作和大房子，能照顾雅各布。”

“有人结婚的理由比这更糟
糕呢。”

“你不会喜欢他的。”杰米
说。

“那又怎样？”托尼回应。
“她是我姐姐。”
“你打算⋯⋯怎么做？”托尼

问。
“天知道。”
“这是她的生活，杰米，你没

法用十字架击垮安妮·班克罗夫
特，把她拖上近旁的巴士逃走。”

“我不是要阻止她。”杰米开
始后悔聊起这个话题。托尼不
认识凯蒂，也从没见过雷。事实
上，杰米只想听他说一句：“你说
得对极了。”但是托尼从来不会
这么说，无论对任何人和任何
事，哪怕喝醉酒也不会，特别是
喝醉酒的时候。“当然，这是她的
事，只不过⋯⋯”

“她是成年人，”托尼说，“她
要把事情搞砸，那是她的权利。”

两人好一阵都没说话。
“那么，邀请我吗？”托尼朝

天花板吐出一小缕烟雾。


